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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電離層分布在高層大氣中50~數千公里的位置，並且由好幾層性質

不同的層塊所組成，介於中性大氣和受到電場及地球磁場線控制的可

游離區域之間，因此受到很多種流體力學及電漿物理因素影響。除了

大氣機制力，電離層也受光化學（photochemical）作用、電場、磁場

以及電流等作用的影響而隨時間和空間有所變化。電離層是一個充滿

了自由電子(有助於電波傳播)的層，狀結構有助於遠距離短波通訊系

統。〔1〕 

 電離層探測儀根據電離層能影響電磁波行進的原理，由地面垂直

向上發射一系列頻帶(1~30MHz之間)的電磁脈衝訊號，然後量測自電離

層反射回來的回波之物理特性(如回波強度、飛行時間等)，而記錄成

電離圖。〔2〕 

為了探索電離層變化和動力機制，科學家採用許多不同的儀器進

行觀測，也發展了各種分析方法研究電離層波動。電離層的了解大部

分來自於遙測技術，目前，利用電離層探測儀進行遙測技術，仍

被世界各地的觀測站廣泛使用，主要原因 1.花費較低廉 2.穩定

性及實用性均較佳。利用電離層探測儀觀測電離層產生電離圖，

電離圖上的資訊可以使人了解電離層的狀況，因電離圖資訊量太

大，研究時必須經過判讀程序，顯得浪費時間。〔3〕 

過去，判讀電離層的工作是以人工進行，人工判讀時對於回波

訊號的認知及電離圖軌跡的判斷過程，是發展自動判讀系統最困難的

地方，而自動判讀的優點在於節省人力並提供及時的電離層資訊，然

而人類的認知判斷過程極度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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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將過去利用人工判讀電離圖的結果，轉為

利用系統取代人工判讀。以往國內的電離層雷達回波分析資料主

要是藉由人工進行紙筆回波圖之描圖判讀，非常耗費時間，且無

法直接進一步的資料分析，所以本研究乃在於開發電腦化輔助資

料判讀與分析系統，內容包括影像資料讀取、檔案處理、資料庫

系統建置與統計分析，並將判讀的結果，顯示於系統上。 

探測所得之電離圖資料，經判讀系統處理可以藉由電腦輔助人工

判別電離圖，並求得各項電離層之參數（Ionospheric 

Parameters），亦可藉由資訊系統的統計分析能力，進行後續的資料

分析；藉由此判讀系統的建立，有助益於了解電離層的研究。透過各

電離層參數的分析，結果顯示出電腦輔助判讀系統，可以用來取代人

工判讀並減少人力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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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電離層  

 

電離層是地球大氣層被太陽射線電離的部分，它是地球磁層的內

界。由於它影響到高頻電波的傳播。〔4〕 

其中有幾項非常重要的實際意義： 

1. 電離層分布在高層大氣中50~數千公里的位置，並且由好幾層性質

不同的層塊所組成。 

2. 電離層是由太陽輻射現象所產生的自由電子和離子，以及光化游

離和重組反應所產生的游離粒子、中性粒子所組成的。 

3. 電離層是介於中性大氣和受到電場及地球磁場線控制的可游離區

域之間。 

4. 電離層是一個充滿了自由電子(有助於電波傳播)的一層，有助於

遠距離短波通訊系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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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離層歷史 

 

※ 1839年，C.F.Gauss 提出地球磁場所受到的微小干擾是由大氣中的

電流所造成。 

※ 1950年，學者確認這個共振頻率為6.8Hz。 

※ 1860年，Lord kelcin假設地球磁場所受到的干擾是由於大氣中存

在“導電層”所造成的。 

※ 1882年，Balfour Stewart 提出了“發電機理論”(Dynamo 

Theory)。指出當導電層中的游離氣體受托拉力牽引流動跨越過磁

場線時，會產生電場和電流(當時對於導電層特性了解不是非常足

夠，其中包括形成機制、物理成分、化學成分、高度、厚度等)。 

※ 1899年，尼古拉·特斯拉試圖使用電離層進行遠距無線能量傳送。

他在地面和電離層所謂的科諾爾里亥維賽層之間發送極低頻率波。

基於他的試驗基礎上進行了數學計算，他對這個區域的共振頻率的

計算與今天的試驗結果相差不到15%。 

※ 1900年，J.J.Thomson 發現了電子。此後基於對原子物理的認識，

“導電層”特性也被不斷的被發現及發展出來。 

※ 1901年12月12日，古列爾莫·馬可尼首次收穫跨大西洋信號傳送。

馬可尼使用了一個通過風箏豎起的400英尺長的天線；在英國的發

送站使用頻率約為500kHz，其功能為到那時為止所有發送機的100

倍，收到的信號為摩爾斯電碼中的S（三點）。要跨越大西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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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信號必須兩次被電離層反射。繼續理論計算和今天的試驗有人懷

疑馬可尼的結果，但是1902年馬可尼無疑地達到了跨大西洋傳播。 

※ 1902年，A.E.Kennelly 和 O.Heaviside 提出上層大氣中的某處存

在著一層帶有足夠自由電子的導電層，它可以反射電磁波，使之可

遠距離傳播，這導電層就命名為“ kennelly-Heavisde layer”。

同年，奧利弗·海維賽德也提出了電離層中的科諾爾里亥維賽層理

論。這個理論說明電波可以繞過地球的球面，加上普朗克的黑體輻

射理論可能阻礙了無線電天文學的發展。事實上一直到1932年人類

才探測到來自天體的無線電波。1902年亞瑟·埃德溫·肯涅利還發現

了電離層的一些電波-電子特性。 

※ J.E.Taylor和J.A.Fleming 各自在1903年及1906年假設導電層中存

在的游離氣體是因為太陽超紫外線輻射游離中性氣體所造成的，這

些理論說明了太陽活動其實會影響到電波的傳播。 

※ 1912年，美國國會通過1912年廣播法案，下令業餘電台只能在

1.5MHz以上工作。當時政府認為這以上的頻率無用，導致了1923年

使用電離層傳播高頻無線電波的發現。 

※ 在1924年，Appleton 和Barnett 藉由電波的干射實驗具體的證明

了可反射電波的導電層的存在，此後，電離層物理的領域才開始萌

芽發展。 

※ 1925年，Briet 和 Tuve 發明了一個量測導電層高度的脈衝雷達。

這是人類史上第一次定義了導電層在大氣中的位置。這個“雷

達”(電波探測和高度定義)是“電離層探測儀”的前身，現已成為

所有描述電離層結構資料的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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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R.A.Watson-Watt 提出了形容這個『導電層』的專有名

詞，即【電離層 ionosphere】。 

※ 1929年以後，『電離層 ionosphere』這個名詞開始被廣泛應用。 

※ 1947年，愛德華·阿普爾頓因於1927年證實電離層存在獲得諾貝爾

物理學獎。莫里斯·威爾克斯和約翰·拉克利夫研究了極長波長電波

在電離層的傳播。維塔利·金茲伯格提出了電磁波在電離層這樣的

電漿體內的傳播的理論。 

※ 在1957年7月1日至1958年12月31日，國際地球物理年(IGY)間，電

離層研究已經從傳統的地面觀測儀器發展到火箭及人造衛星。范艾

倫輻射帶也是在IGY年間被發現。 

※ 1957年10月4日，前蘇聯第一次成功發射人造衛星，重83kg的

sputnik I。此後，電離層探測及觀察也進展到所謂的太空時代。 

※ 1958年，被Gordon 和Bowles發明的Incoherent Scatter 

Radar(ISR)是一個功能強大的地面探測儀器。ISR的發明為電離層

觀測帶來的很大的幫助(電子、離子濃度，溫度，成分等)。 

※ 1962年，加拿大衛星Alouette 1升空，其目的是研究電離層。其成

功導致了1965年Alouette 2衛星的發射和1969年ISIS 1號和1971年

ISIS 2號的發射，這些衛星全部是用來研究電離層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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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離層圖 

電離層圖(圖1-1)顯示使用電離層探測儀測量的電離層層次的高度及

其臨界頻率。電離層探測儀垂直向電離層發送一系列頻率（一般從0.1

至30MHz）。隨頻率增高，信號在被發射前可以穿透更高的層。最後頻

率高到不再被反射。〔7〕 

 

圖1-1 電離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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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電離層中傳播的電波頻帶及其應用〔8〕 

電波頻帶 應用 

特低頻(3千赫 ~30千赫) 遠距離通信、等幅電波助航 

低頻(30千赫~300千赫) 廣播、中距離通信、等幅電波助航(例如英國

無線電長程助航器)、脈波助航和對時系統 

中頻(0.3兆赫~3兆赫) 廣播、海上和航空助航、通信(中、短距離) 

高頻(3~30兆赫) 遠距離通信、海外廣播、業餘業務、頻率比

較、研究（無線電天文學和太空研究） 

特高頻(30~300兆赫) 通信(短距離，幾百公里內)、調頻廣播、電視

廣播、海上和航空助航、研究（太空研究、電

遙測和無線天文學）、業餘無線電 

超高頻 通信、太空通信、電視廣播、助航（包括助航

衛星）、氣象輔助、研究、業餘無線電 

極高頻 太空通信、通信、研究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9 

 

圖1-2 電離層參數說明圖 

表1-2 電離層參數〔9〕 

參數 敘述 

foEs 電離圖中主要的、連續的Es層的正常波回波軌跡的臨界頻率。 

foF1 F1層的正常波臨界頻率。 

foF2 F2正常波回波軌跡之臨界頻率。 

h＇F2 F2正常波回波軌跡之最低虛高。 

hpF2 以電離圖中foF2 乘以0.834 的頻率，其相對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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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雷達 

 

雷達會將電磁能量以定向方式發射至空間之中，藉由接收空間內

存在物體所反射之電波，可以計算出該物體之方向，高度及速度。並

且可以探測物體的形狀，以地面為目標的雷達可以探測地面的精確形

狀。 

 

起源 

雷達（RADAR）這個名稱是英文 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

（無線電偵測和定距）的縮寫。而雷達的出現，是由於二戰期間當時

英國和德國交戰時，英國急需一種能探測空中金屬物體的雷達（技

術）能在反空襲戰中幫助搜尋德國飛機。二戰期間，雷達就已經出現

了地對空、空對地（搜索）轟炸、空對空(截擊)火控、敵我識別功能

的雷達技術。 

二戰以後，雷達發展了單脈衝角度跟蹤、脈衝都卜勒信號處理、

合成孔徑和脈衝壓縮的高解析度、結合敵我識別的組合系統、結合計

算機的自動火控系統、地形迴避和地形跟隨、無源或有源的相位陣

列、頻率捷變、多目標探測與跟蹤等新的雷達體制。 

後來隨著微電子等各個領域科學進步，雷達技術的不斷發展，其

內涵和研究內容都在不斷地拓展。目前，雷達的探測手段已經由從前

的只有雷達一種探測器發展到了雷達、紅外、紫外、雷射以及其他光

學探測手段融合協作。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11 

當代雷達的同時多功能的能力使得戰場指揮員在各種不同的搜索/

跟蹤模式下對目標進行掃瞄，並對干擾誤差進行自動修正，而且大多

數的控制功能是在系統內部完成的。 

自動目標識別則可使武器系統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空中預警機 

和 JSTARS 這樣的具有戰場敵我識別能力的綜合雷達系統實際上已經

成為了未來戰場上的信息指揮中心。 

當代雷達的主要特點： 

1. 同時多功能。 

2. 傳感器融合。 

3. 高靈敏度。 

4. 隱身。 

5. 反隱身。 

6. 雷達 ECCM。 

7. 自動目標識別。 

8. 戰場敵我識別。 

9. 高可靠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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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2.1 研究方法 

 

    為了改變以往利用人工方式所進行的紙本回波圖的判讀方式，所

以希望可藉由本系統來進行資料判讀與分析，這樣不僅可節省判讀其

資料的時間，也可以做進一步的資料分析。 

    系統所使用的程式開發工具為Delphi，之所以使用此開發工具是

因為Delphi利用GUI作為開發環境，並透過IDE與VCL工具與編譯器，配

合資料庫的連結，是一個以物件導向為設計的開發工具。Delphi的執

行檔可獨立執行，雖然容量較大，但是效能上卻比較快。 

簡言之，本研究之優點可歸納如下述五項： 

1. 利用系統輔助人工判讀。 

2. 節省時間，內容可以顯示於系統中，方便觀看。 

3. 利用系統的判讀，使準確性提高。 

4. 希望藉由此系統，有助於電離層的研究。 

5. 開發檔案處理、資料庫系統、統計分析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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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流程 

 

 

 

 

 

 

 

 

 

 

 

 

 

 

 

 

 

 

   設定研究目的 

確認研究動機與背景 

系統內容設計與建置

   規劃研究架構 

     測試系統 

  系統評估與改善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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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工具 

2.3.1 Delphi 

Delphi，是美國Borland（寶蘭）公司於 1995年開發在Windows平

台下的快速應用程式開發工具(Rapi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簡

稱 RAD)，它的前身是在DOS下的產品 Borland Turbo Pascal。 

從產品名稱上就可以知道，Turbo Pascal使用的是Pascal語言。 

從 Turbo Pascal 5.5版本開始，Borland公司在傳統 Pascal的基礎

上加入了物件導向的功能。 

Delphi是一個集成開發環境（IDE），使用的核心是由傳統

Pascal語言發展而來的Object Pascal語言，通過圖形用戶界面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簡稱 GUI)作為開發環境，透過 IDE與

VCL工具與編譯器，配合連結資料庫的功能，作成一個以物件導向設

計為中心的開發工具。Delphi程式撰寫後所編譯的執行檔，可以獨立

執行，容量較大些，但效能上卻比較快，除了使用資料庫的程式外不

需安裝即可執行，使用上相當方便。 

它在本質上是一個代碼編輯器而不是一種語言，但是由於 Delphi

是幾乎是目前市場上唯一一個使用 Pascal語言並持續推出新版的產

品，因此有的時候人們稱呼 Delphi為 Object Pascal的代名詞。因此

Borland公司已經把 Object Pascal語言改稱為 Delphi語言。 

2006，Borland把開發工具產品線獨立出來，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

CodeGear負責。原本的 Delphi一度被命名位 Turbo Delphi。但是在

新的版本中，除了 Delphi for Win32（原有的 Delphi版本）之外，

還有一個新的產品被命名為 Delphi for PHP。因此，在目前 CodeG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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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規劃中，或許「Delphi」這個名稱不再是 ObjectPascal語言的

專有 IDE，而是將被擴展為一 個通用的 IDE名稱。Borland Delphi 

目前的最新版本為 2009。 

表 2-1 Delphi歷史 

年代 版本 內容 

1995 1.0 支持 16位 Windows開發。基於框架（VCL）的，可拖

曳、可視化的開發環境。 

1996 2.0 以 32位編譯器為核心，支持 C/S資料庫開發。 

1997 3.0 語法：加入介面（Interface）的機制。IDE：首次提

供了(Code Insight)。 

1998 4.0 語法：加入動態數組和方法覆蓋等支持。IDE：增強

調試能力，提供代碼模板。 

1999 5.0 增強了 IDE和調試器，提供了 TeamSource。簡化

Internet的開發，增強資料庫支持。 

2001 6.0 提供了 Web Service。跨平台的 Kylix 1.0和 CLX。 

2002 7.0 提供了.NET的過渡，增強的 Internet開發

（IntraWeb），完善資料庫支持，增加了 Indy網路

元件和 Rave Report資料庫報表，並且支援 UML及

XP的程式製作。 

2003 8.0 單純的 for .NET版本，擁有 C#的能力，保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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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phi的易用性（業內視為一個過渡版本）。 

2004 9.0 正式名稱：Delphi 2005。語法：加入了 inline及

for in loop等功能。IDE：把 Borland 

Delphi.Net、Borland Delphi Win32、Borland C#、

Enterprise Core Objects等環境和功能集成成為一

個開發工具，因此可以在 Win32和.NET開發環境中

切換或同時進行。 

2005 10.0 發佈名稱：Borland Developer Studio (BDS) 

2006。集成 C++ Builder； ECO (Enterprise Core 

Objects)升級到 ECO III；集成 Together for 

Delphi，可以在同一個 IDE中進行 UML開發；QA 

Audits和 QA Metrics可以快速的把握專案的設計和

代碼的質量。 

2006 Turbo Borland將 BDS 2006拆分成幾個獨立的版本 

(Delphi for win32、Delphi for .net、C#、C++ 

Builder)，而且不能同時安裝兩個不同的版本。由於

Borland的 IDE生産部份獨立成為一家名為 codegear

的公司，所以這個版本是以 Borland名義推出的最

後一個版本。 

2007 11.0 正式名稱：CodeGear RAD Studio - Delphi 200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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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Microsoft Access 

 

Microsoft Office Access（前名 Microsoft Access）是由微軟

發佈的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它結合了 Microsoft Jet Database 

Engine 和 圖形用戶界面兩項特點，是 Microsoft Office 的系統程

式之一。 

Assess能夠存取 Access/Jet、Microsoft SQL Server、Oracle，

或者任何 ODBC 相容資料庫內的資料。熟練的軟體設計師和資料分析

師利用它來開發應用軟體，而一些不熟練的程式員和非程式員的進階

用戶則能使用它來開發簡單的應用軟體，雖然它支援部份物件導向技

術，但是未能成為一種完整的物件導向開發工具。 

其實 Access 也是微軟公司另一個通訊程式的名字，想與 ProComm 

以及其他類似程式來競爭。可是事後微軟證實這是個失敗計劃，並且

將它中止。數年後他們把名字重新命名於此數據庫軟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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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架構 

3.1 系統開發環境 

表 3-1 系統開發軟體表 

作業平台  Microsoft Windows XP SP2  

資料庫  Microsoft Access 2007 

程式語言  Delphi 

套裝軟體  Microsoft Access 

Adobe Illustrator C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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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系統規劃 

 

 

 

 

 

 

 

 

  

  

  

  

圖 3-1 軟體測試 V圖〔13〕 

  

  

 

 

  軟體系統設計書 

  軟體規格需求書 

 軟體功能需求說明 

  軟體模組設計書 

系統測試 

整合測試 

單元測試 

軟體程式編寫 

驗收測試 

以此為驗收測試依據 

驗證規格說明 

以此為系統測試依據 

驗證系統設計 

以此為整合測試依據 

驗證模組設計 

以此為單元 

測試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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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系統架構 

 

 

 

 

 

 

 

 

 

 

 

 

 

 

 

 

 

雷達回波處理系統 

圖片放大縮小 

參數設定 

儲存參數(.txt) 

 

參數顯示圖 

 

參數(文字框) 

按鈕 

foEs 

fof1 

fof2 

h’f2 

h’Es 
 

hpf2 

清除參數 

清除圖片 

 

圖片上傳 

瀏覽檔案 

上傳檔案 

 

關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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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系統瀏覽 

 

 

 

 

 

 

 

 

 

 

圖 3-2 系統介面圖 

開啟資料庫後，可預覽其圖片，Size Label可將圖片放大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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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輔助人工判讀資料之預覽圖測試 

點選圖片，數值即顯示在右方的空格中，並可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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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上傳匯入圖檔至資料庫系統 

按上傳圖片加入圖檔就可將選取的圖片上傳至資料庫，檔案名稱會依

年、月、日、時、分讀取至資料庫，並可於下方預覽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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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資料庫結構 

 

 

 

 

 

 

圖 3-5 影像圖檔匯入系統之資料表欄位設定 

 

 

 

圖 3-6 電離層參數資料表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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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資料庫 E-R Model圖 

 

（1）images資料庫：IMAGEFILE資料表 

 

 

 

 

圖 3-7 影像檔 E－R Model圖 

 

（2）images資料庫：TABLE_A資料表 

 

 

 

 

 

 

 

 

 

圖 3-8 參數 E－R Model圖 

 

IMG_MONTH 

IMAGEFILE 

IMG_FILENAME IMG_YEAR 

IMG_DAY 
IMG_HR IMG_MONTH 

IMG_MONTH 

 

fof1 TABLE_A 

IMG_FILENAME foEs 

hf2 fof2 

hp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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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測試 

4.1系統測試步驟 

 

軟體系統通常由若干個子系統所組成，每個子系統又與許多模組所組

成。因此軟體系統的測試基本上由下述幾個步驟所組成： 

1. 模組測試 

在設計的好的軟體中，每個模組完成一個清晰定義的子功能，而

且這個子功能和同級其他模組的功能之間沒有相互依賴關係。因

此有可能把每個模組作為一個單獨的實體來測試，而且通常比較

容易設計檢驗模組正確性的測試方案。模組測試的目的是保證每

個模組作為一個單元能正確執行，所以模組測試通常又稱為單元

測試。在這個測試步驟中所發現的往往是撰寫程式和詳細設計的

錯誤。 

2. 子系統測試 

子系統測試是把經過單元測試的模組放在一起形成一個子系統來

測試。模組相互間的協調和通訊是這個測試過程中的主要問題，

因此這個步驟著重測試模組的界面。 

3. 系統測試 

系統測試是把經過測試的子系統裝配成一個完整的系統來測試。

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應該發現設計和撰寫程式時的錯誤，還應該驗

證系統確實能提供需求說明書中指定的功能，而且系統的動態特

性也符合預定要求。在這個測試步驟中發現的往往是軟體設計中

的錯誤，也可能發現需求說明中的錯誤。不論是子系統測試還是

系統測試，都兼有檢測和組裝兩種涵義，通常稱為整合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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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驗收測試 

驗收測試把軟體系統作為單一的實體進行測試，測試內容與系統

測試基本類似，但是它是在使用者積極參與下進行的，而且可能

主要使用實際資料（系統將來要處理的訊息）進行測試。驗收測

試的目的是驗證系統確實能夠滿足使用者的需要，在這個測試步

驟中發現的往往是系統需求說明書中的錯誤。 

5. 平行執行 

關係重大的軟體產品在驗收之後往往並不立即投入生產性執行，

而是要再經過一段平行執行時間的考驗。所謂平行執行就是同時

執行新開發出來的系統和將被它取代的舊系統，以便比較新舊系

統兩個系統的處理結果。這樣做的具體目的有以下幾點： 

（1）可以在準生產環境中執行新系統而又不冒險。 

（2）使用者能有一段熟悉新系統的時間。 

（3）可以驗證使用者指南和使用者手冊之類的文件。 

（4）能夠以準生產模式對新系統進行全負荷測試，可以用測試結

果驗證性能指標。〔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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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開發過程 

 

l 單元測試：通常由程式設計人員自行編制測試計劃並執行測試，

也有由白箱測試工程師負責的。單元測試主要針對軟體中單一的

或互相關聯的一組程式單元進行測試。單元測試通常在程式設計

階段進行，必要的時候需要編寫測試驅動器。〔15〕 

 

  
 

圖 4-1  匯入圖片之單元測試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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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瀏覽圖片之單元測試範例 

 

 
圖 4-3 點選及繪製曲線圖之單元測試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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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讀取參數之單元測試範例 

 

 
圖 4-5 繪製數據趨勢圖之單元測試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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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整合測試：通常由程式設計人員與白箱測試人員共同完成。整合

測試式單元測試完成後進行。軟體單元按設計功能劃分成模組，

整合測試是對模組的功能、性能及模組與模組間的介面進行測

試。〔15〕 

 
圖 4-6 搜尋圖片，點選及繪製曲線圖之整合測試範例 

 

 
圖 4-7 儲存參數並繪製數據趨勢圖之整合測試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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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系統測試：由測試部門完成。軟體在透過整合測試後，把所有的

部分連接起來，形成系統。此時對整個系統進行測試，是要證實

它能滿足軟體規格說明中所規定的功能、品質和性能等方面的要

求。系統測試是屬於黑箱測試範疇。〔15〕 

 

 
圖 4-8 全系統功能檢測之系統測試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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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使用者操作手冊 

 

 

 

開啟系統後，主要功能有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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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搜尋，即可載入資料庫，點選任一筆資料即可在右方顯示圖片。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35 

 

 

在空格中輸入日期，按下搜尋後，方可在下方顯示欲搜尋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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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圖示下方捲軸，可將圖片放大及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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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圖片上任一處，座標數值會顯示在右方。 

且在曲線圖中繪製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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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曲線圖右方清除鍵，即可清除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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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清除鍵，即可清除上方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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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存檔，所顯示之日期可自動存至資料庫。 

※若要選取參數前，必須先按下存檔鍵儲存檔名（紅色底線處），每

次儲存同一筆日期時，只需按下存檔鍵一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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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右方參數列，首先選取欲儲存之參數，並選擇圖片上之座標，則

數值會自動存入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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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需要選取 hpf2參數值，須先按下劃線按鈕。選取 hpf2後，再

選取其線段與圖片之相對應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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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重新整理後，線段會自動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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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需繪製數據趨勢圖，則在右方輸入欲顯示之日期，並下拉式選單內

選擇欲知參數，按下確認後即可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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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檔案／存檔，即可儲存其座標值（紅色標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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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檔案／儲存數據趨勢圖，即可儲存其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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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檔案／上傳，即可上傳圖片。 

※按上傳圖片加入圖檔就可將選取的圖片上傳至資料庫，檔案名稱會   

依年、月、日、時、分讀取至資料庫，並可於下方預覽圖片。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48 

 

 

按下離開即可關閉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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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6.1結論 

    電離層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才被發現的一層導電層，利用

電離層與地表這兩個良導體反射電磁波，作為短波通訊的天然導

波系統，使人類能提早進行越洋通訊。 

  從前國內的電離層雷達回波分析是利用人工進行紙筆回波圖

之判讀，除了耗費時間外，也無法直接進一步判讀資料；且無法

符合現今節約能源的訴求。本組除了開發電腦化輔助資料判圖系

統外，系統中也包括了檔案處理、資料庫建置、統計分析等功

能。 

  其中，可利用點選座標的方式繪製曲線圖，讓使用者了解其

數值之變化。並利用系統中存檔的功能將資料存至資料庫，再選

取參數以儲存各數值，待資料庫之資料累積至一定程度，即可繪

製出趨勢圖。  

由於電離層了解來自於遙測技術，目前仍被世界各地所廣泛

使用，而本系統建置不僅使測試電離層時可以提供即時的資訊，

節省人力，且電離層資訊更可快速得知。希望藉此系統可以使電

離層技術更加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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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未來展望 

   目前系統仍是讓使用者利用肉眼方式判斷其相對位置，希望未

來可利用網格點的方式，載入圖片後，會自動判讀之資訊，並利用演

算法的方式計算其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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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特圖 

題目：  電離層雷達回波處理系統建置  

一、 工作預定進度表： 

     年月份 

 

工作項目 

 

年 

4 

月 

 

年 

5 

月 

 

年 

6 

月 

 

年 

7 

月 

 

年 

8 

月 

 

年 

9 

月 

 

年 

10 

月 

 

年 

11 

月 

 

年 

12 

月 

 

年 

1 

月 

 

年 

2 

月 

 

年 

3 

月 

 

年 

4 

月 

 

年 

5 

月 

訂定專題方向               

資料蒐集               

系統建置               

研究架構之確立               

第一次口試               

系統完成               

系統檢討改進               

書面撰寫               

報告修飾與修正                 

第二次口試               

 

 

 預計完成：       已完成：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9 2009 2009 2009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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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分配表 

 

姓名 工作內容 

張婷雅 資料蒐集、程式撰寫、書面撰寫 

黃尹亭 資料蒐集、程式撰寫、書面撰寫 

林雅芳 資料蒐集、程式撰寫、書面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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